
 
 

 
一. 盼望帶給人_______的意義和積極的人生( Rm.8:19-21) 
 

              1. _______是盼望的基礎-(Heb.11:1) 
 
              2. 有盼望的人方式-(Gen.39:1-3,6-9) 
 
              3. 有 主耶穌就有_______-（Eph.2:11-12) 
 
         二. 盼望帶給人_______勝過困難（Rm.8:17-18) 
 
              1. _______的困境- (1Sam.22:1-4) 
 
              2. _______的榮耀-（2Cor.4:17-18) 
 
              3. 領受及_______ 神的愛- （Rm.5:2-5） 
 
 

 
          

              

 

 

 

 

          ** 請 將 手 機 關 掉 或 調 到 振 動 Please turn OFF your cell phone ** 

 

                 
 

 

 

     

 
 
 
 

 

	 	 	 	 	 	 	 	 	 	 	 	 	 	 	 『主日崇拜程序』 	

 
 

 
 
 

 
 
 
 
 
 

服 事 同 工 本 主 日 下 主 日  

講    員 姜禮振牧師 姜禮振牧師 

敬拜主領/司會 李丹璐姐妹 陳威任弟兄 

招    待 郭奕昕、羅嘉慧夫婦 梁南山、陳可瑛夫婦 

迎    新 韓冰、孫稚平夫婦 韓冰、孫稚平夫婦 

雅 歌 堂 基 督 教 會 
House of Praise Evangelical Church 

電話: (760)944-0944 教會網址: www.hopesd.org 
辦公室地址: 511 Encinitas Blvd., Suite 104, Encinitas CA92024 

聚會地址: 第一堂崇拜  FBCO 240 Grace Street, Oceanside, CA 92054 
第二堂崇拜: 511 Encinitas Blvd., Suite 104, Encinitas CA92024  

           主任牧師：姜禮振牧師 Michael Chiang  (858)354-3168 
                  英文牧師：廖光詠 牧師  Isaac Liao  (562) 277-5658 
                  中文牧師：張明 牧師  Daniel Chang  (925) 216-6720  
                               尤敏珠 牧師  Cathy Yu  (530) 400-9186 

2020年主題 : 如火挑旺 Reignite  (提摩太後書2Tim. 1:6-7 ) 
 

	主後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二日 上午 11:00																									Vol. 16  No. 12	

歡迎介紹報告 
Welcome Announcement 

以主的愛歡迎敬拜       司會 
    Presider 

敬拜讚美 
Worship/Praise/ Prayer 

以詩歌奉獻來敬拜 
 

  領詩/牧禱
Worship Leader 

 
讀經信息   
Message 

領受神的話語來敬拜 
 
      講員 
    Speaker 

回應禱告 
Response/Prayer 

以身體力行回應神 
 

      講員 
     Pastor 

   
   
 

           人的墮落和 神的救贖（一）          03-22-2020 

               Man’s Depravity, God’s Salvation                                                                                                   

經文： 創世記 3:1-9  Genesis 3:1-9 
大綱： 

         一. 要完全信靠 神並遵守衪的誡命必能在試探中得勝 (Gen.3:1-5) 

Completely trusting God and obeying his commands can bring victory during temptation 
 

             1.  神許可誘惑者之存在-狡猾的蛇 (v.1) 
          God permits the tempter to exist – The cunning snake 
 
             2. 不直接否定神的誡命- 神豈是真說? 不一定死 (v.1-4) 
Not directly contradicting God’s commandment – Did God really say ?” You won’t die  

 
             3.  更改並直接否定 神的話- 挑戰 神的美善（Gen.3:4-5） 
Altering and directly denying God’s word – Challenging God’s Goodness 
 
         二. 當我們選擇體貼肉體及慾望- 我們必然失敗及墮落 (Gen.3:6-7) 
When we choose to entertain our flesh and desires – We will fall into defeat and depravity.  

               
      1. 眼目的情慾-靈魂之窗 (v.6) 
         The lust of the eyes – Window to the soul 

             2. 肉體的情慾-(James1:13-15) 
         The desires of the flesh 
  

             3. 今生的驕傲- 權勢, 能力, 虛榮 (v.5-6) 
         The pride of life – power, ability, vanity 
 
             4. 罪的進入導致與 神的疏遠及關係破裂-(Gen.2:16-17) 
         The coming of sin causes us to become distant with God 

 
       三. 耶和華 神來尋找拯救失喪的人-全知, 全能, 全善 (Gen.3:7-9) 
Jehovah God searches and rescues the lost souls – All Knowing, All Powerful, All Benevolent 
 
 

1. 開始躲避 神-不敢面對 神 
 Starting to avoid God – Fearful of facing God 
 
2. 愛的呼喚- 你在那裡 (Lk.19:10) 
 The call of love – Where are you?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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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報	告	事	項	 ]     03.22.2020 

 

1.  歡迎今天來參加主日崇拜的弟兄姐妹及朋友們，盼望您在
此屬靈的家得著神的安慰及鼓勵，請新來賓留下基本資料
以便聯絡。 

 
2.  神家：教會預定於今年(2020 年 6 月)付清貸款餘額 37 萬，

請弟兄姐妹在禱告中紀念並支持。 

3.  教會網站：目前教會網站接近完成,還需要各團契提供最新的
簡介資料及團體照,請在 3/22 之前寄給負責同工黃郁薰姐妹 
(Olive Huang) olivehuang0414@gmail.com。 

4.  2019 年奉獻收據：感謝弟兄姐妹過去一年對神家事工的支
持及奉獻；也謝謝財務同工辛苦的預備資料。2019 年奉獻
收據已經準備好，請向財務領取並核實。謝謝。 

 
5.  疫情期間：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期間，鼓勵弟兄姐妹

出外旅行回來時，自行隔離，做好自主健康管理；教會已
經有預備了的教會網路及 YouTube，可以及時同步參與主
日敬拜聚會。求神看顧醫治保守，更堅心倚靠神也請弟兄
姐妹。 

6.  主日愛宴 ：感謝第一堂：周錦華、李冀昌弟兄；第二堂：孫
穎暉、陳怡璇夫婦為本主日愛宴奉獻。請在奉獻時註明『愛宴
奉獻日期』，並請寫英文名字以便準備奉獻收據。 

雖然我們停止了所有的現場聚會，但是我們會通過教會網絡       
www.hopesd.org. 現場直播主日崇拜 11AM 來敬拜讚美神。 

The livestream of our Sunday Service starts at 11AM and     
please click on the below link: www.hopesd.org. 
 
 
 
 
 
 

 
	

[	代	禱	事	項	 ]      

2020 年三月份每主日 
• 值星官:   韓冰、方俊翎弟兄 
• 支搭帳棚、桌椅及清潔工作: Oasis、 Youth、路得姐妹會  
• 煮飯、茶及清洗電鍋: (O) 徐菊；(E) 閻英卓、胡曉紅姐妹 
• 請弟兄姐妹保持場地清潔，勿在堂內飲食。 

   2020 年事工計畫  
• 04/12 復活節/洗禮 Easter Sunday/Baptism 

 
請弟兄姐妹踴躍參加禱告會，禱告是支取神能力的方法: 

時 間 地 點 
週一晚間 7:30 王得人、林幸璇夫婦府

上 
每個月第一個週二 晚間 7:30 教會英文堂 

週三下午 3:00 Oceanside 第一浸信會 
週六早上 8:00 教會堂 B4 

 
為身體軟弱的肢體代禱 ： 
跟進治療：梁放弟兄、胡月雲姐妹 |   
 
本週讀經進度: 約書亞 13-24；士師記 1-8；路加 1-5 
本週金句:   

   Jos 22:5 只要切切的謹慎遵行耶和華僕人摩西所吩咐你們的  

   誡命律法．愛耶和華你們的 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誡命． 

   專靠他、盡心盡性事奉他。 

   Jos 24:15 若是你們以事奉耶和華為不好、今日就可以選擇所 

   要事奉的、是你們列祖在大河那邊所事奉的神呢、是你們所住 

   這地的亞摩利人的神呢。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 

   Luk 3:4 正如先知以賽亞書上所記的話、說、『在曠野有人聲喊 

   著說、預備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Luk 3:5 一切山窪都要填滿、大小山岡都要削平、彎彎曲曲的 

   地方要改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為平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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